
普世宣教入门普世宣教入门普世宣教入门普世宣教入门 第六课第六课……

单元二：宣教与历史

基督教扩展基督教扩展ADAD 00 500500

播映操作小技术 滑鼠 li k各位置

基督教扩展基督教扩展AD AD 00--500500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我们要开始讲到宣教与历史 – 基督教在使徒行传的时代

直到现在廿 世纪 当中主要的宣教运动 扩展一直到现在廿一世纪，当中主要的宣教运动、扩展。

徒十三1-3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他们事奉主 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

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以安提阿教会为首，保罗、巴拿巴成立圣灵所指派的团队，

有犹太人、外邦人、白人、黑人…，要把福音带到地极

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彼得书信，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 彼得书信，

几乎都是福音传往世界、传到地极过程中，

所遇到各样的问题–神学、做工方式、所遇到各样的问题 神学、做 方式、

组织架构、机制上面去回应

这一课着重在公元初期一直到五百年，

怎么样扩展的 为什么会这么快怎么样扩展的、为什么会这么快？

什么原因让基督所留下一小撮门徒可以增长到这个地步、

甚 在 年内 宰 庞 罗马帝国甚至在公元五百年内就主宰了庞大的罗马帝国？

今天从历史的制高点很容易分辨出当时环境

有几个因素有利于这个新的信仰的传扬：

1. 政治上是统一的，从非洲到大不列颠、

从西班牙到两河流域、伊拉克境内，

全都归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所以要传扬信仰的人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

2. 当时的百姓能够自由的出入、到处游历，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路四通八达，

士兵、官员、商人、老百姓都可以使用，、官员、商 、 都可 使 ，

海运、航道也都是这样开放

3. 当时流行着希腊的语言跟文化，

虽然罗马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虽然罗马在政治上征服了希腊，

罗马的官方语言照理说是拉丁文，

是 著作 哲学但是文化、著作、思想、哲学，

几乎都是用希腊文来表达，

保罗懂希腊文，他就到处展 宣教的活动

 现存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献，

也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上帝是历史的主宰，

一直在预备环境 – 道路、政治系统、语言，

这么多外在的环境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扬，

这个都是时候满足。

祂差遣祂的儿子进到这个世界时，祂 祂 子 到 个 界时，

正是罗马帝国很强盛的时候。



基督教内在的因素是吸引整个世代的人…
1 基督教根本的吸引力 对不同世代 切的人1. 基督教根本的吸引力，对不同世代、一切的人

提供个人的救恩，满足人最深切的需要，

有 整个 群 因为这是神的道也有能力拯救整个族群，因为这是神的道

2. 初代教会这阶段，充塞着各种泛神论，

已经引起许多思想家的怀疑，

但基督教声称只有一位神，各种属性都是无限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3. 这位神不像希腊、罗马的众神，3. 这位神不像希腊、罗马的众神，

不单只是能力无穷尽，而且有一个公义的性情，

所做的尽都正直，要求跟随的人所做的尽都正直，要求跟随的人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这在道德败坏日趋严重的罗马帝国这在道德败坏日趋严重的罗马帝国，

就好像一股清流流过

4. 犹太人虽然也宣称有这样一位神、

并有众多的归依者并有众多的归依者，

但基督教更强调神的爱带来奇妙的结果，

就是基督徒彼此相爱 当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彼此相爱，当基督徒

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认出他们是基督的门徒。

爱 在当时的世界「彼此相爱」是很罕见的现象

 大部分奴隶制度、看谁拳头大就谁就掌权，

在罗马帝国是比较常见的

5.「爱」为幽暗绝望的世界带来盼望，

这个盼望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

而是从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里生发出来

尽管他们在百般的试炼中，

却能够靠主大大的喜乐，却 够靠主 喜乐，

而且知道最终的胜利是他们的

6. 客观方面，接受基督福音的人
生命得到改变 是强有力的证明生命得到改变，是强有力的证明，

基督徒生命中满有能力的见证，在同侪、同辈

会 起 何有道 点会比起任何有道理的论点更具说服力。

早期的电影，像宾汉、圣袍千秋
徒都看到这些基督徒的见证，

尼禄暴君焚城录、在罗马竞技场上殉道的，

所表现出来的不怕死、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

那种品格，大大震撼了罗马帝国

7. 神的灵在工作，不信神的人不会了解

圣灵是整个宣教运动背后推动的重大推手，

对信徒而言，这就是关键的所在，

使徒行传可以说就是「圣灵的行传」使徒行传可 是「 灵 行传」

 圣灵带领着神的儿女不断的前行

基督教是怎么样扩展？并不是由教会计画、教会领袖策动，

反而好像教会经常落后 两步反而好像教会经常落后一两步…

差派巴拿巴去坚固在安提阿的初信者，

表 有 道 传 音表示那边已经有人不知道谁传福音给他们，

就是被迫分散的基督徒到处去传的，

教会领袖不是发动者，发现有信徒、差个领袖去看看

当决定要认同保罗、巴拿巴在外邦人当中

已经成就的工作时，教会也是落在后面的，

徒十五耶路撒冷大会可以看的出来

基督教扩展，好像是自然发生的、如森林大火往外扩展。

非正式的宣教士灵里面受到催逼，

要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闻的人，

 或受到逼迫、做生意，带着福音的火随走随传或受到 、做 意，带着 音 走 传

 早期基督教的扩展，都是归功这些无名的传道者



当信仰传到希腊文不普及的地区，

他们就把书信 圣经其他的部分翻译成 同的语言他们就把书信、圣经其他的部分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圣经翻译在福音广传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方说：

叙利亚文，当时东方教会所用的语言

科普特语，现在在埃及还存在，

已经从耶稣基督时代一直到现在，

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教会

罗马帝国西部包括北非用的是拉丁文
哥特文，是为了罗马帝国以外的蛮族，

今天日耳曼民族等等都是早期的蛮族。

野蛮部落这个时期攻破了多瑙河的保障，

在罗马境内建立了他们的势力，在罗马境内建 势力，

语文的翻译，就给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

基督教在什么地方开展呢？

马帝 东部巴勒斯坦开始 年 在从罗马帝国东部巴勒斯坦开始，短短数年就在大部分的

重要城市，安提阿、亚历山大、罗马都建立了据点

北非很早就有了福音，早期的教父大概都是在北非，

俄利根、居普良、亚他拿修、特土良、奥古斯丁

受到基督教福音更全面渗透是在小亚细亚，

也就是土耳其、还有靠近希腊的地方，
罗马 小亚细亚

是保罗几次宣教旅程所到达的地方

当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初即位时， 北非

 基督徒在大多数地方仍然属于少数，

尽管受到迫害，是越发的旺盛、增长尽管受到 害，是越发 盛、增长

后来信耶稣，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

整个情况扭转对基督教的发展非常的快速，整个情况扭转对基督教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当然有很多的副作用

至于罗马帝国以外的地方，有几个重点…
东部 以后就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 带东部，以后就是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一带，

基督教出现在罗马帝国的靠东的地方，

是在 色是在以色列，

从那里继续往东传是很自然的事情。

叙利亚就是使徒时代第一个

在巴勒斯坦以外福音到达的地区，

因为通往东方的主要路线都要经过叙利亚，

主要就是由说叙利亚话的宣教士所策动

一直到今天，印度早期的崇拜的语言

都还是用叙利亚文，都还是用叙利亚文，

多马相传在第一世纪中期

就把福音带到印度的使徒就把福音带到印度的使徒，

今天都还有一些多马时代的教堂

亚美尼亚是在黑海、里海地区，

第 个 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AD301 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继续往东，就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头号敌人，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普及，

反成波斯人信主主要的阻力，

政治抗衡、有很多的战争

 在教义上，罗马的教义跟波斯那边的教义
原则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波斯信奉所谓涅斯多留，

后来被罗马天主教判为异端
 但是他们往东传的早期信徒，

在唐朝已经传到蒙古、西藏、中国，在唐朝 传到蒙 、 藏、中 ，

讲基督教扩张的时候还会继续再说



罗马帝国往南方传，就是今天的衣索比亚，

有 所在第 世纪初落成的古老教会有一所在第四世纪初落成的古老教会。

衣索比亚人曾在红海海边屠杀腓尼基商船的船员，

俘掳了两位基督徒少年优内庇斯、伊迪休斯，被带到

首都阿克苏姆，得到皇帝重用、恩准在当地传扬福音。

后来皇帝过世，他们重返自由、返回祖国。

优内庇斯到亚历山大港后就呼吁基督徒

要到衣索比亚去牧养当地正在增长中的信徒

埃及科普特教会的长老认为优内庇斯就是最佳的人选，

就立他为主教、差他返回衣索比亚，

从此衣索比亚的教会跟科普特的教会

就建立了联系、渊源深远直到今日

在非洲衣索比亚是唯一没有被殖民统治的国家，在非洲衣索比亚是唯 没有被 民统治的国家，

跟他们早期接受福音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在罗马帝国以外的北方跟西方，

是欧洲众多蛮族的势力范围是欧洲众多蛮族的势力范围。

在帝国衰落之前，

蛮族已经越过边境入侵罗马帝国蛮族已经越过边境入侵罗马帝国–
由马其顿进入西班牙、

非洲西北部，加速了西方帝国的解体。

这些蛮族也归入了不同的基督教派这些蛮族也归入了不同的基督教派，

当中最主要的

 哥特人 日耳曼民族 哥特人 – 日耳曼民族

 法兰克人 – 今天的法国

爱尔兰 爱尔兰

德国、法国、爱尔兰，成为继续

把福音往外传的三个重要据点把福音往外传的三个重要据点。


